


CF200大地系統家用廚餘機

簡易使用說明

1.請將本廚餘機設置於不會受到日曬雨淋的場所，並將內附腳墊安裝於產
品底部（詳見第3頁圖示）。

2.電源不共用。依使用地區不同，請使用 110V/60Hz 或 220V/60Hz，
交流電源。

3.開機使用步驟，如下：

(1) 請插上電源，操作面板上的攪拌燈會呈現閃爍狀態，並且發出『嗶！嗶！』聲。

(2) 請打開上蓋後，再依序投入酵素組合包（木屑、酵素、糖粉）後，再加入清

水（約 1000cc~1200cc）。

 註 水份的投入量:因使用地區不同，環境條件及季節溼度不同，請做適當之調整

（增量或減量）

(3) 請再按下電源鍵（Power），面板上會顯示溫度數字，同時攪拌燈亮起，請

蓋上蓋子，經過24小時酵素甦醒後，即可開始使用。

4.請參閱本手冊內頁說明，投入適合分解的廚餘。（請參閱說明書 P5）

5.湯水、硬物不可分解的材料，請勿投入本機內。（請參閱說明書 P5）

6.投入廚餘前請先瀝乾水分，投入後請確實將上蓋蓋緊，機器即開始運作。

7.隨時有廚餘，皆可隨時投入，但投入重量以每天不超過2公斤為宜。

8.當桶槽內廚餘土接近排氣濾孔時，請進行取土動作。

9.取土步驟，如下：

(1) 打開上蓋與前蓋，放下固定桿（請參閱說明書 P1），預備將內桶往前傾。

(2) 直接用手扳下桶槽，即可收集廚餘土。（請參閱說明書 P8）

(3) 每次取土務必取出全部，確定桶底沒有沾黏或結硬塊後，再回填一半廚餘土

     在桶內做基底素材，即可繼續投入廚餘，不需再次投入耗材，可再次循環使

     用。 ※ 警語：桶底因沾黏結硬塊，將造成攪拌異常或導致攪拌葉片斷裂。

10.什麼情怳之下， 需要添購酵素組合包？判定如下：

(1) 倒入的熟食廚餘，隔日打開上蓋觀察，廚餘仍無法分解時，則需重新購買酵

素組合包。

(2) 倒入的生食廚餘，經過2日打開上蓋觀察，廚餘仍無法分解時，即需重新購

買酵素組合包。

(3) 全部將廚餘土倒出來，沒保留一半廚餘土在桶內，即需重新購買耗材酵素組

合包。

11.廚餘土的植物肥料成份甚高，請依照說明書中建議與土壤混合比例和方法
逐量使用，並請勿將廚餘土直接置入植物的根部，造成植物肥份過盛而
枯萎。



注 意 事 項
1.請將電源隨時插上。本機已具備自動省電機能：

    當48小時不打開上蓋時自動轉為待機之省電模式。

2.安全裝置：上蓋打開時攪拌器自動停止運轉，安全、省電。前蓋打開時

電源自動關閉；待取土完畢後確實將前蓋歸位保電源開啟。

3.請先瀝乾廚餘的水份再投入處理槽內分解。如果是熟廚餘，投入廚餘機

前，請以清水沖洗過多之油脂再將水瀝乾，即可投入，可以省電並發揮

最佳效果。

4.本機可分解熟廚餘及生廚餘如蔬果…等。纖維較長和較厚的果菜類外皮

（生廚餘）或含油脂較多之果皮，需較長的分解時間，請剪成小塊（3公

分左右），較易分解。

5.處理槽內乾燥時請酌量加入水分並均勻潑灑之，但切勿太過潮濕，容易

產生酸味，分解效果與槽內濕度有關。

6.處理槽內較潮濕時請按下排風鍵，此按鍵具有強制排風功能，藉由排氣

口將桶槽內濕氣帶出，槽內會自然回復至正常濕度。（強制排風一次需

耗時5分鐘，若仍然過於潮濕，請勿將上蓋完全扣緊密合，請再次按下

排風鍵，以利將多餘的濕氣加速排出。

7.改善分解氣味方法：

  氣味較濃烈的廚餘（例如：洋蔥、大蒜、韭菜、魚內臟…等等）及蛋白質含量豐富的廚

餘，分解時會產生較濃的氣味，建議：請多投入鳳梨皮或咖啡渣，以緩減並改善

氣味。

8.請勿投入油脂過多和鹽份太高的廚餘，以防範其破壞酵素的分解能力。

9.請將機器置放於室內通風處例如：陽台或室外屋簷下。請勿在密閉空間

使用。

10.清潔時，請注意先拔除電源，以濕布擦拭即可，請勿以清水直接沖洗。

11.請避免幼童拿取廚餘土直接食用。

12.請定期為廚餘機做檢視及內外之清潔（例如：桶內過濾網（排氣濾孔）要不

定期清理粉塵）。

感謝您購買大地系統家用廚餘機，請詳讀使用說明書，

正確使用機器；閱讀完請將本說明書連同保證書放置於容易

取得的地方，並妥善保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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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保自已做．廚餘不煩惱．綠能回大地

各部位的名稱與功能

正面示意圖

背面示意圖

手把（手握此位置可掀起上蓋）

蓋子

（蓋子掀開超過90°後

請勿再施壓，易使上蓋

脫落。）

排氣濾孔

（運轉後應保持通暢）

排氣口

提把

處理槽

插頭

接地

前蓋

固定桿

進氣口

安全開關（1）

操作板

      （前蓋取下時，

電源自動斷電）
安全開關（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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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面板說明及附屬品

操作面板

附屬品

異常燈換氣燈 攪拌燈

排風

加熱燈

電源按鈕

內部控溫

顯示窗

排風：桶內溼度

過高時使用。

顯 示 廚 餘 機

自 動 控 溫 的

內部溫度。

當綠色燈號

亮起，顯示

廚餘機內部

加熱板正在

運作。

當 電 源 燈 閃

爍 後 按 下 即

開始運作。

燈號亮起時，顯示

換氣風扇運轉。

燈號紅色亮起

時，顯示運轉

異常，應拔取

插頭，連絡經

銷商。

燈號亮起時，顯示攪

拌器電源正常，當燈

號閃爍，即表示攪拌

正在進行。

排氣彎管 腳墊一組

（四個）酵素組合包

1

3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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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保自已做．廚餘不煩惱．綠能回大地

設置方法

放置場所

安裝腳墊

安裝彎管

請選擇不受日曬雨淋，有電源

的室外場所。

將內附四個黑色腳墊安裝於廚餘

機底部，並旋轉腳墊安裝，當擺正位

置時，再調整腳墊高度（旋轉腳墊），

使四邊平穩貼地不晃動即可。

將內附排氣軟管安裝於廚餘機排

氣口，即可導引熱氣於室外，請避開

室外鄰居的窗口，以免太接近而導引

熱氣到鄰家，安裝完成即可準備投入

酵素組合包。

於室內使用時，請設罝於通風良好的陽台、工

作間或曬衣間等場所，並接上排氣管排氣至排水孔

或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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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前的準備

酵素準備

投入酵素

啟動電源

插上電源

第一次使用酵素組合包請先拆封，再

準備1000cc~1200cc的清水，依照次序

放入處理槽內。

打開蓋子，依序倒入木屑、酵素

和糖粉於處理槽內，之後緩緩加入清水

（1000cc-1200cc）讓材料充分吸收水

份。依序：

按下電源按鈕，面板亮燈並顯示溫度

數字，蓋上蓋子，24小時後即完成酵素甦

醒，即可開始投入廚餘。

為使酵素在分解廚餘時，能保持良

好的狀態，請勿中途拔掉電源插頭。

注意事頊

1000cc
~

1200cc

1000cc
~

1200cc

1

1

2

2

3

3

4

4
1. 投入木屑

2. 投入酵素

3. 投入糖粉

4. 加入 1000~1200cc清水

插上電源，攪拌燈閃爍，並發出嗶嗶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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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保自已做．廚餘不煩惱．綠能回大地

瀝乾投入 軟殼·細骨蔬果·餐食 生·熟肉品 禁放硬物

不可分解

選擇可分解的廚餘

可分解

1.含水過多時請瀝乾水份。

2.廚餘油脂過多時，以濾網瀝掉過多油脂及廚餘湯水；再以清
水沖洗殘留廚餘表面的剩餘油脂。

3.請勿投入非有機物、香煙或藥品...等。

  （例如：金屬、玻陶、塑膠、保利龍、橡皮筋、布料、紙 …等。）

硬 骨
木 質 高 鹽 液 體

骨骼(禽畜類動物骨骼)、
海鮮硬殼、貝類

竹筷、筍皮、硬殼

樹枝、落葉、木片

醃漬醬料、醬油

醬汁、菜渣油漬

餿水油，食用油脂

，乳品，優酪乳

蝦、蛋殼、

魚骨、軟骨

根、莖、葉、薄殼、果皮、

心蕊、茶渣、薯、蘿蔔

米食、麵食、豆類製品、

糕餅、麵包、零食、奶粉

生肉、熟肉、

內臟或製品

牛、羊、豬、

家禽、魚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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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方法

投入廚餘

蓋上蓋子

省電功能

注意事項

1.團狀物先捏碎，太長的廚餘請用剪刀剪成小片。

2.太大的廚餘請先切成小塊再投入，以加速分解。

  （例如：香蕉皮、蔥尾、蔬菜莖葉 …等。）

3.薄殼、細骨可以先敲碎後再投入處理。

請確實將廚餘的湯水瀝乾及油脂沖去，再
投入廚餘機

•  特別是洗碗槽排水口濾網內的廚餘應瀝乾。

•  每天的投入量保持約2公斤左右。

蓋上蓋子後，機器開始自動攪拌並分解廚餘

•  運轉中打開上蓋，機器會自動停止運轉，確實

蓋上蓋子後機器進入自動控制模式。

•  請確實蓋緊上蓋（下壓）保持內部控溫。

若48小時不掀蓋，進入啟動待機模式，定時
運轉並保溫。

•  再次使用時掀開蓋子，再蓋上蓋子後，自動恢

復運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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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保自已做．廚餘不煩惱．綠能回大地

清理方法

定期清理

一般污垢

清理內槽

1.每週請注意進氣口與排氣口濾孔有髒污時需清除（會影響內部空氣循環，

並影響分解能力）。以軟毛刷輕刷即可。

2.每週擦拭本體的灰塵或髒污（投入口附近請擦拭乾淨，防止蚊蠅產生）。

1.機體外部清理可用微濕軟布擦拭即可。

2.機體內部清理請使用軟毛刷或微濕軟布（包括處理槽口、上蓋及濾網）。

  •打開上蓋、取出濾網。

  •用軟毛刷輕刷濾網即可。

  •用微濕軟布擦拭處理槽或廚餘機本體即可，請勿用水沖洗。

1.打開上蓋及前蓋。

2.用手指往上扳開固定桿，順勢放
下。

3.直接用手扳下桶槽，收集廚餘土。

4.拔掉插頭以切斷電源。

5.將附著在處理槽內攪拌器上的廚餘 
土或未處理完的廚餘清理乾淨。

6.用吸塵器或微濕軟布擦拭即可。

7.將廚餘機回復至正常位置。

廚餘的水份或污塵等造成髒污時，請依以下的要領來清理。

！注意

請不要用大量清水沖拭，以免造成電路板短路或其它功能及安全上的問題。

正常運作下，不建議清理處理槽，除非發生酵素異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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廚餘土取出與發揮功效
當桶槽內廚餘土接近排氣濾孔時，請進

行取土動作。

廚餘土的取土時間依廚餘的種類及處理

量而有所不同，麵食、糕餅與肉類分解時間

較短，生菜葉、蛋殼等稍長。請在廚餘土取

出前2-3天停止投入廚餘，讓桶內廚餘繼續分

解與乾燥之後再取土。

滿土取土，請全部取出後再回填

一半於桶內做基底素材，即可繼續投

入廚餘，不需再投入耗材(酵素組合

包)，可再次循環使用。

混合比例 請依下列不同的用途，以不同比例與土混合。

　 植物 廚餘土 一般土壤

(a) 蔬菜、水果 1 約   5 倍

(b) 花 1 約 10 倍

(c) 植物盆栽 1 約 20 倍

取土程序

廚餘土循環使用

1.鏟子 2.花盆 3.水 4.一般土壤 5.廚餘土(有機質含量豐富的肥料）

準備材料

1  打開上蓋。

2  再打開前蓋。

3  用手指往上扳開固定桿，順勢放下。

4  直接用手扳下桶槽。
     (可以準備一把小鏟子，將廚餘土挖出）

5. 收集廚餘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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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保自已做．廚餘不煩惱．綠能回大地

機器與使用檢測

正常燈號

燈號顯示 表示狀態 對應動作

所有的燈號熄滅 電源未正常供應 請確認插頭及電源

僅電源燈閃爍 進入待機狀態 無需動作

控溫顯示溫度 機體內部加熱溫度 60~68℃±3℃為正常值

加熱燈亮 正在加熱 無需動作

攪拌燈亮 攪拌部件預備 無需動作

換氣燈亮起、攪拌燈閃爍 風扇運轉、正在攪拌 無需動作

換氣燈亮起、攪拌燈亮起 風扇運轉、攪拌預備 無需動作

以綠色燈號亮起與閃爍表示運作狀況。

產品規格

品      名 大地系統家用廚餘機

型      號 CF200

額定電壓 110(V) or 220(V)

額定頻率 60(Hz) or 50(Hz)

總額定消耗電功率 275 w or 345 w

研發 / 設計 / 產地 台灣

規      格 長43 寬42 高56.5 公分

重      量 14.2公斤

注意事項 請勿於密閉空間使用。

使用方法 適用於處理家庭廚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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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問解答

水份過多

出現狀況 可能原因 排除方法

廚餘分解速度不理想？ 酵素未完全甦醒。 剛開始的處理能力稍差。

廚餘殘留、無法被分解？ 廚餘是否過大？ 請剪切成小塊有利分解。

廚餘分解變慢，溫度變低？ 電熱片功能降低。 請聯絡經銷商。

廚餘分解變慢，溫度變高？ 排氣孔是否被阻塞？ 清潔阻塞的排氣孔。

廚餘分解慢，土不變深色？ 廚餘量是否過多？  2-3天內減少投入。

蓋子邊緣有水氣？ 蓋子是否被打開未蓋合？ 蓋子確實蓋好。

處理槽內乾燥，土色變黑？ 廚餘量是否太少？ 請酌量均勻潑水。

處理槽漏水？ 廚餘土含水量太高。
加木屑吸水或取出部分廚
餘土。

機器內有敲擊聲？ 處理槽可能有較大的硬物。 用筷子找尋硬物。

處理槽內廚餘土太潮濕？ 廚餘量太多或水份太多。 按「排風鍵」強制排風。

狀況檢查 可能原因 排除方法

使用酵素組合包時 水未被木屑吸收前大量加入 瀝出水或加木屑吸水

前蓋是否安裝回適當位置 水蒸氣凝結成水 確實裝回

廚餘是否濕透 廚餘水高過攪拌棒 取出廚餘土晒乾

廚餘土少但仍有水漏出 處理槽可能破損 如破損請連絡經銷商

正常運作的狀況下，常下常出現的問題。

機器本體下方有水？

疑問解答



-11-

環保自已做．廚餘不煩惱．綠能回大地

異常的基本檢測

異常燈號

有惡臭

異常狀況（燈號） 檢查 處理方法

異常燈出現，發出嗶！嗶！

聲 警 告 持 續 ， 燈 號 連 續 閃

爍。

處 理 槽 內 部 可 能 夾 著 硬

物？攪拌棒不會旋轉？

拔除電源插頭，清理處

理槽內的異物待10分鐘

後，如狀況仍未改善，

請儘快連絡經銷商。

異常燈亮時，發出嗶！嗶！

聲警告時。

請拔除電源插頭，再啟動

一次。

狀況仍無法排除，請拔

除電源插頭，儘快連絡

經銷商。

控溫顯示EL/EH代號或機

體外殼溫度高。

請確認廚餘機面板換氣燈

是否亮燈及排風口是否在

排氣。

請立刻拔除電源插頭，

儘快連絡經銷商。

即使已進行完以下的檢查，仍然還是有異常時，為避免

發生危險『請立即停止使用拔掉插頭，儘快連絡經銷商』。

正常運作的狀況，除非酵素弱化或失常，否則可用下列要項檢查。

惡臭出現的檢查要項 改善的方法

上蓋是否確實的蓋緊？ 請確實的插好插頭，並檢查上蓋是否蓋緊。

廚餘的投入量是否過多？ 請停止2-3天不要投入廚餘。

排氣管前端沒有風出來？ 請確實裝緊排氣管，如仍不排風請通知經銷商。

是否投入味道重及腐敗的廚餘

呢？

建議投入適量的咖啡渣、鳳梨皮和木瓜皮，加速

分解並改善氣味。

廚餘土含太多水份？ 按「排風鍵」強制排風。

是否投入口附近附著了廚餘？ 除去投入口附著的廚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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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品保証書
親愛的大地系統產品愛用者，感謝您惠顧本公司產品，為確保您的權益...

1.請配合保証內容記載條件：

 • 家用系統廚餘機，製造號碼 CF200-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   自購買後產品送達日起，廚餘機各部件保固一年。

 • 於保固期限內正常使用下發生故障，請撥連絡電話報請處理，本公司將免費維修。

 • 若因使用方法錯誤或擅自修理或改造而引起之故障，本公司得酌收材料維修費，敬  
請見諒。

 • 本保証不包括維修與耗材（酵素組合包）之供應。

 • 本保証條件僅適於台灣地區使用。

2.請詳閱此使用說明書，以確知操作方法或排除問題，於維修時應出示此  
產品保証書。

3.敬請與本公司連絡、告知，以保障會員權益，連絡方式如下：

 • 撥打服務電話：（03）350-1785  請告知 姓名 / 連絡電話 / 製造號碼  本公司

會儘快與您連絡。

 • 發電子郵件：service @ dadisys.com 請發信  姓名 / 連絡電話 / 製造號碼  本公
司會立即與您連絡。

購買人姓名： 購買日期：

經銷商蓋章：

http://dadisys.com
公司地址:333桃園市龜山區三民路58號 TEL : (03) 350-1758    FAX : (03) 350-1968

客務專線

E-mail service@dadisys.com

（03）350-1785

大地系統


